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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进

高楼大厦与青山翠岭并秀，前山河
畔椰树碧波摇影，七月的前山街道片区
处处浓荫，绿意盎然。行走其中，一个个
小区环境越来越优美，一条条街巷干净
整洁，一位位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成为街
头流动的风景……如今香洲区前山街道
的街头巷尾，一如盛夏的天气，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工作热潮一浪接一浪。

前山街道位于珠海中山交界的“门
户”位置，是主城香洲区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街道。作为连接珠海东西部地区交
通的要道，前山片区人员往来频繁，成为
了展示珠海城事文明形象的一扇“窗口”。

前山街道党工委创文办负责人、党
工委委员李永强介绍，今年以来，街道党
工委坚持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
加快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常态化开
展农贸市场周边环境整治、居民小区楼
道安全整治、停车位“应划尽划”、城市荒
地治理等4大类环境整治工作，让群众对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知晓率、支持
率和满意度明显提升，让文明新风“吹”
入了前山千家万户，系列举措令前山辖
区市容市貌焕然一新，为全市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工作贡献出“前山力量”。

聚焦环境整治：
“扮靓”社区生活 擦亮“幸福底色”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农贸市
场是一座城市最具烟火气的地方，是体
现城市文明、市民生活品质的“窗口”。

7月14日7时，清晨第一缕阳光唤
醒这座城市，荣岱市场入口处马路上新
铺的沥青罩面平坦整洁，早起前来买菜
购物的前山街坊络绎不绝。路两旁各式
早餐店热气蒸腾、商品琳琅满目，食客盈
门。近日，前山街道岱山社区“民生微实
事”荣岱市场周边环境升级改造项目通
过验收，荣岱市场再次投入使用。

荣岱市场建成于1997年，市场周边
有麒麟花园、丽香苑和龙湖冠寓等多个
小区和公寓。本次荣岱市场周边环境及
路面的顺利改造，不仅为3000多户街坊
和市场商户扮靓“菜篮子”，更消除了以
往存在的消防隐患，进一步提升了街区
的整体形象和社区品味。

不仅是荣岱市场，前山市场、翠微市
场这两大前山街坊“菜篮子”的周边环境
也同步实行了改造提升。

市场货物南来北往，从业人员“鱼龙
混杂”。李永强介绍，为扮靓居民的“菜
篮子”，抓实农贸市场及周边整治提升，
前山街道有关部门集中约谈责任主体，
加强市场的卫生保洁工作，督促店铺门
面规范经营，全力整治农贸市场卫生环
境差、乱摆卖现象多、雨棚破损不整齐等
问题。

文明执法，刚柔并济。前山综合行政
执法办明确工作标准，明晰工作职责，在
辖区全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做到既严格
执法又热情服务，积极践行“721工作法”
（即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
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
段解决），劝导督促经营者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对屡教不改的，即启动行政处
罚程序，做到既严格执法又热情服务。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农贸市场，还有
城市“边角地”和荒地。7月14日，在凤
山花园小区，记者看到，播下宽叶百喜草
籽的荒地，短短数天已被新长出的绿芽
覆盖，为小区平添了几分夏天葱茏，煞是
好看。

由于历史原因，城市的角落盘踞着一
些“边角地”和荒地，这些地方因无人管理
成为卫生死角，影响市容市貌，成为城市
里一道道难看的“疤痕”。近日，香洲区前
山街道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围绕
珠海市、香洲区工作部署，开展“种草行
动”为大地播绿，对辖区内83处15000
余平方米的裸露荒地进行了全面治理。

“种草行动”中，前山街道组织各社
区、物业工作人员及大学实习生、社区志
愿者对辖区此前勘定的各小区内外83处
裸露土地进行了全面绿化，在以往光秃秃

难看的荒地上植下了行列整齐的草苗。
李永强介绍，20多名前山街道各级

政协委员也一道参与了“种草行动”。政
协委员们纷纷表示，很高兴能为家园添
绿，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种草行动”还吸引了大量街坊的热
情参与，社区亲子们从家里拎来小铲子和
小桶，主动加入到“家门口”的种草队伍。

“以前小区这块荒地很碍眼，现在种上小
草和绿植，绿油油一大片，夏天看起来清
凉舒服。”凤山花园小区居民梁阿姨说。

李永强透露，在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工
作中，前山街道结合群众期盼，聚焦背街
小巷、城乡接合部、城中旧村、农贸市场等
重点区域的堵点难点问题，积极行动，对
照文明城市建设各项指标，有的放矢开展
市容环境整治行动等工作，通过文明城市
建设激发社区治理内生动力。

为做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前山街
道多次召开部署会议，会议形成“责任包
干制”，由人大前山工委监督助推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人大代表们对发现的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督促相关部门查缺补漏，
通过街道城管办、物业办、应急办，综合
执法中队和市场监督管理所多部门联
动，合力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每周定期组织
16个社区的干部、党员及广大群众围绕铲
除小广告、道路清扫、卫生死角清除、积存
垃圾清理等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
动，着力改善社区群众的生活环境，形成
了常态化开展的良好机制。”李永强说。

聚力问题整改：
治理“常态”换来管理“长效”

现代城市，高楼大厦争相“拔节生
长”，高容积率的小区动辄容纳几百上千
户人家。高密度聚居的情况下，居住的
舒适安全和环境卫生尤为重要。

干净敞亮的楼道、电线沿墙壁规整
入盒、崭新的不锈钢扶手映得墙壁雪
亮……近日，有29年历史的翠前新村小
区14栋1单元楼道改造工程完工，更舒
适更安全的居住环境让楼内22户街坊
尤遇“乔迁新居”之喜。

“这次改造，我们楼里里外外的变化
是在太大了，街坊们跟住上新房子一样
高兴。感谢政府、感谢社区。”14栋1单
元居民叶女士高兴地说。

为扎实推进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近期前山街道在辖区213个居民小
区（包括 66 个无物业小区）开展了市容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行动中，执法部门提前在小区内张
贴了《关于清理小区公共区域物品的通
知》，提醒辖区居民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楼
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任何
形式堆放杂物，不得在楼栋的公共区域

内给电瓶车充电，停放自行车。
整治过程中，对居民提出的疑惑，工

作人员细心耐心解答，取得了居民对整
治工作的理解和支持。通过本次工作行
动，前山213个小区楼道内乱堆放现象
得到明显改观，进一步为居民营造出良
好的小区居住环境。

前山街道办副主任高明华表示，“深
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我
们在整治过程中，坚持三个度，即：服务
有温度、执法有力度、整治有强度。”

高明华介绍，前山街道结合每个小
区群众的需求开展整治，对小区楼道大
件垃圾清理过程中，为减少矛盾纠纷，前
山街道还在16个社区都配置了“杂物集
装箱”，作为便民暂存点，“这（杂物集装
箱）就相当于一个矛盾‘缓冲区’，将小区
楼道里清理出的旧沙发、旧鞋柜、旧儿童
玩具、脚踏车等大件杂物集中归类，居民
如果想要回收利用，在作出不再挤占楼
道的承诺后，可以登记领回。”

“今年我们楼道整治不同以往，街道
以社区为主导，哪个社区整治推进慢，就把
街道层面的城管等整治队伍和力量下派
归社区指挥，壮大了社区力量。遇到整治
难点，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将统筹处理，跟
踪整治进度。”前山街道城管办负责人说。

整治过程中，前山街道城管办还细
化责任，成立了“整治、清洗、扫地”3个专
班。在前山大街小巷的卫生环境整治过
程中一改以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
法。各专班通力合作，对辖区道路进行
逐条整体推进，一条路整治好就作为示
范路，各专班保持并巩固整治效果，将其
作为其他道路的样板，“压茬”推进，直到
覆盖前山所有街巷。

同时，在辖区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整治
过程中，前山街道清洗专班以每个市场为
中心，将周围300米范围划入“整治圈”，
加强日常卫生的保洁工作，给居民营造出
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为落实全市停车位“应划尽划”工作部
署，前山街道还成立划线专班，实地探勘道
路、小区边角地段，科学合理划停车位。“6
月至今，借助天气晴好，社会车辆挪车方
便，停车线方便施划这些便利，前山已新划
了7000多个车位。如果不是疫情影响，按
照正常进度，前山范围内可以新增1万多
个停车位。”前山街道城管办负责人说。

聚养“文明之风”：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城市文明建设，人人参与。前山街
道致力于营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激发全民

“主人翁”精神，引导群众提升参与文明
城市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文
明城市建设，前山街道党工委充分调动
辖区内“两代表一委员”作用，组成社会
治理创新的“智库”。近日，前山街道邀
请市、香洲区人大代表实地调研为破解
金鸡西路交通拥堵问题“支招”

7月5日，香洲区人大前山街道工委
组织人大代表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南沙湾
社区金鸡西路交通拥堵问题开展实地调
研。市、区人大代表16人联合市交通
局、香洲区交警大队等部门，对南沙湾社
区金鸡西路及周边交通进行视察。

通过实地踏勘，代表们发现金鸡西
路路段长期存在机动车违规停车现象，
顺利揪出了造成交通拥堵的“元凶”。为
解决该路段交通压力，人大代表们及各
职能部门充分讨论，最终提出了改善道
路交通的建设性意见。

为了进一步把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引向深入。前山街道积极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参与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采取了

“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模式，组成以党
员、干部、志愿者、网格员为成员的网格
小组，明确责任区域、活动时间和工作任
务，轮流开展包路段文明交通劝导、社区
卫生环境大扫除等活动，确保各项志愿
服务活动有序开展。

“环境整治不是‘一阵风’，前山街道
坚持整治的长效机制，把成果巩固下
来。”李永强说。为此，前山街道办指导
各社区组织物业、大学实习生及志愿者
开展拉网式排查，持续推进辖区环境卫
生整治行动，通过“回头看”机制巩固楼
道杂物整治、卫生问题整改的成效。

前山街道还从宣传教育入手，运用
多种方式全覆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宣
传，组织动员社区干部、志愿者等力量，
深入社区、走上街头、进入家庭，向群众
宣传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基本知识、
行为规范、文明礼仪和深化文明城市建
设的目的意义，让创建文明城市的观念
更加深入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前山街道党工委组
织发动了社区党员、热心居民、大中专学
生、青少年组成“文明志愿者”开展“全民
卫生大扫除”活动。“文明志愿者”积极开
展包路段志愿服务，对行人、非机动车辆
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劝导，耐心向市民群众普及交通安全
知识。

在前山街道宣传动员下，前山居民
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被激发，街坊争做

“文明志愿者”，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为提
升居住环境、扮靓家园出力。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一城
人，文明志愿者忙碌的身影不断为城市注
入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成为彰显城市
文明的温暖底色。

颜值气质双提升 城市“门户”更宜居
全市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前山印象”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隔
离中的珠海家庭今天有给孩子
讲故事吗？中国传统神话中有
个司职护子，保佑民家幼童的角
色张仙。而就在我们身边，也有
现实版的“吉祥神”——珠海邮政
两名专职配送儿童礼物的邮差，
正为孩子们配送“爱心大礼包”，
截至目前，首批80余份礼物已全
部妥投。

受香洲区教育局委托，中国邮
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
分公司政务营业部为集中隔离区
域的未成年人送去益智玩具、绘画
工具、简易体育锻炼器材等“爱心
大礼包”，以缓解孩子们在隔离期
间的不安情绪。受领任务的邮差
是政务营业部客户经理陈曦和吴
誉光，从7月15日下午首批大礼包
到货开始，他们就进入了紧张的配
送投递状态。

“礼包是给香洲区教育局所属
学校被隔离的小朋友的，涉及8个
隔离点。”陈曦告诉记者，每个隔离
点的小朋友人数不等，有多有少。
礼包送到后必须同现场隔离点负
责人进行交接，确保礼包送到孩子
手中。

礼厚情更重。政务专递具有很
高的安全性和时效性，在投递保障
上要求也非常高。这次，两位专职
邮差为儿童礼物保驾护航，外人可
能并不理解，可在他们心里却是沉
甸甸的责任。“我们两人开一辆配送
车，要经过斗门区三个隔离点、金湾
区三个隔离点、高新区金鼎两个隔

离点，中间行程跨度非常大，15日
下午加上16日一天基本都在路上，
路程超过了220公里。”据介绍，为
了尽快将礼包送到，两人充分利用
车载空间，能容纳的其他物品并不
多，两人为了应对酷暑，只准备了瓶
装水，没想到一天半下来就喝了个
精光。

两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做好
个人防护，同时还需头顶烈日，克
服一切困难完成投递任务。“我们
进行配送是无法进入到隔离点里
面的，必须在外面完成认领与交
接，现场拍照留底。”据了解，由于
隔离区域情况复杂，通行条件有
限，有时要花上很长时间寻找交接
地点，如在金湾区小林隔离点，他
们光探路、等候时间就超过了40
分钟。“这个隔离点实在很大，十几
栋楼，只留有一个门，我们就找没
有封上的门，然后和工作人员说明
情况等负责人来交接。”

值得一提的是，陈曦和吴誉光
所到之处，处处充满温情。隔离点
工作人员虽然忙碌，但一听说是孩
子们的特殊礼包到了，都会想方设
法挤出时间配合好接收事宜。“现场
人员忙而不乱，每个人都非常好，都
能互相解释，表示一定会将礼包交
到小朋友手上，决不让礼物迟到，决
不让孩子们的希望落空 。”就在此
刻，一线抗疫人员都化身成了孩子
们的“吉祥神”。

据了解，截至目前，首批“爱心
大礼包”已投递完毕，涉及80余名
小朋友。按照发送计划，预计第二
批礼包7月18日将落实到位，19日
进入配送环节。陈曦和吴誉光提醒
各隔离点做好接收准备工作，据悉，
新礼包经过了优化、调整，将会给小
朋友带去新的惊喜。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谢
万军报道：近日，家住拱北街道前
河社区的不少居民发现，小区的垃
圾分类亭、市政道路休闲椅、灯柱
等干净了不少，有的还换了“新
装”。这是拱北街道把落实城市精
细化管理作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各社区开展的
给“城市家具”洗刷刷、为生活环境
换“新装”活动而带来的变化。截
至7月17日，拱北街道已对18个
社区的410个分类垃圾亭进行大
清洗，对320根油漆脱落的灯柱、
68张便民休闲椅、7面乱涂画墙壁
重新粉刷，使大街小巷的环境进一
步美化亮化。

为扎实推进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珠海城
市品质，近期，拱北街道统一部
署，辖区18个社区组织社区工作
人员、辖区物业、党员义工、爱民
服务队员共 1000 余人次，化身

“城市美容师”对辖区的垃圾分类

亭、市政道路休闲椅、灯柱、防撞
柱、公交站站亭、座椅等“城市家
具“，通过洗刷、涂漆等方式进行
大清洗，换“新装”，让大街小巷的
市容环境品质得到提升。

当天在修远巷、青蓝巷清洗现
场，社区义工团队对便民椅、路灯柱
子清洗涂刷，很快，道路两侧的便民
座椅和灯柱焕然一新。“正因为有社
区义工团队的辛勤付出，我们城市
环境才会一直这么干净、这么漂亮，
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城市美容师’学
习，积极参与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把
珠海的美好环境一直保持下去，爱
护我们的家园，爱护我们的珠海。”
拱北居民王小姐说。

在不远处的垃圾分类亭，义工
团队还用扫帚、水枪和刷子等工具
对垃圾分类亭进行全方位的清洗，
洗掉污垢的垃圾分类亭成为城市
一道亮丽的风景，辛勤劳动着的义
工志愿者，也成为了城市“流动的
风景”。

接下来，拱北街道将继续深入
开展该项活动，对公共厕所、垃圾
中转站等大型“城市家具”开展深
度清洁，还城市原貌，为街区继续

“美颜”。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7月16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获悉，7
月12日，市税务局办公楼所在区域被划
定为临时交通管制区，该局第一时间启
动防疫应急预案，连日来，全体党员干部
踊跃报名参加志愿服务队，专门成立了
抗疫突击队，在抗疫前沿践行从税初心，

“税务蓝”化身“志愿红”，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严把重点关，疫情防控有方

疫情发生以来，市税务局以最严格
的防控标准，全面筑牢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保护墙”。

把好“入口关”，严格落实人员进入
“测温验码查核酸”工作，将办公区和办
税厅的查验关口全面前移至外围入口，
切实加强物资、食材、快递包裹进出管
理，每日组织核酸检测。

把好“聚集关”，严控各类人员聚集活
动，严格执行分散打包就餐，办公场所和办
税厅开展全面消杀，确保无死角、无遗漏。

把好“舆情关”，严禁干部职工传播
疫情防控不实消息等，以反面案例为镜
加强警示教育。

抗疫我能行，践行初心使命

疫情发生后，部分住在吉大交通管

制区低风险区的税务干部们在管制期间
组成先锋队，协助社区转移集中隔离群
众，为抗疫贡献力量。

疫情不停，冲锋不止。面对严峻的
防控形势，为积极响应和落实关于疫情
防控各项部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踊跃报名参加志愿服务
队，专门成立了抗疫突击队，在抗疫前沿
践行从税初心。

无论是超过二十年党龄的老党
员，还是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入党积
极分子，或是刚刚参加工作的税务新
兵，都用同样的坚守和担当筑起抗疫
坚固防线。

吉大作为珠海最先开发发展的区
域，老年人口多，沟通起来比较困难，
有的记不清身份证号码，有的没有智
能手机，给防控工作带来不小的难
题。香洲区税务局的抗疫突击队队员
们顶着35摄氏度的高温下，为群众测
温、帮助居民做好信息登记；手把手辅
导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们登记
扫码；协助做好核酸检测入口处的秩
序维护工作；引导怀抱婴幼儿者、老
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走绿色通道……
从朝阳初升至夕阳西下，在志愿者的
指引下，核酸检测流程始终有序、高效
进行。

邮政速递政务专班为隔离点的未成年人送去“爱心大礼包”。 受访者供图

市税务局抗疫突击队在抗疫前沿践初心

“税务蓝”化身“志愿红”

拱北街道18个社区1000多名“城市美容师”上岗

给“城市家具”洗刷刷
为生活环境换“新装”

改造后的荣岱市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志愿者粉刷路灯灯柱。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抗疫礼物不迟到 孩子希望不落空

珠海两名“邮差”化身现实版“吉祥神”


